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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 

编号: 43137 
序号：1 
姓名: 徐平 
职务: 书记 
单位: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政法委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：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政府院内 
邮编：232001 
联系电话：0554-5677993、0554-5677720、0554-5677720 
电子邮箱 xjjzfb@126.com 
  
单位系统:政法委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3137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彭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3136 

  
编号: 43138 
序号：2 
姓名: 郑家洋 
职务: 书记 (原任) 
单位: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政法委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：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政府院内 
邮编：232001 
联系电话：0554-5677993、0554-5677720、0554-5677720 
电子邮箱 xjjzfb@126.com 
  
单位系统:政法委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3138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彭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3136 

  
编号: 43139 
序号：3 
姓名: 刘纪军 
职务: 国保大队警察 
单位: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公安分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安徽淮南谢家集区平山路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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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编:232052 
电话:0554-5677614 
  
单位系统:国保、政保科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3139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彭明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3136 

  
编号: 45176 
序号：4 
姓名: 舒志民 
职务: 政法委书记、公安局局长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政法委、公安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（县政法委）安徽省歙县徽城镇富资小区 邮编:245200 
电话: 0559-6512120 
书记 0559-6510792 610 办 05596512528 
地址:（县公安局）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:245200 
电话:（县公安局）办公室 0559-6515898 
国安大队 0559-6515897 
 
单位系统:政法委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6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77 
序号：5 
姓名: 吴银华 
职务: 副书记（已退休）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政法委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（县政法委）安徽省歙县徽城镇富资小区 邮编:245200 
电话: 0559-6512120 
原歙县政法委副书记吴银华（已退休）: 办 0559-6512528 13085597766 0559-6515897 
单位系统:政法委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7 
迫害案例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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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78 
序号：6 
姓名: 汪明明 
职务: 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政法委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（县政法委）安徽省歙县徽城镇富资小区 邮编:245200 
电话: 0559-6512120 
歙县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汪明明:13966502193 
单位系统:“610”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8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79 
序号：7 
姓名: 汪洋 
职务: 国安大队队长（原任）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公安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: 245200 
电话:（县公安局）办公室 0559-6515898 
国安大队 0559-6515897 
国安大队队长汪洋（已遭报改行）: 13805591520 
单位系统:国安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9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0 
序号：8 
姓名: 程智斌 
职务: 国安副大队队长（原任）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公安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: 245200 
电话:（县公安局）办公室 0559-65158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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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安大队 0559-6515897 
原副队长程智斌:13329090586 
单位系统:国安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0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1 
序号：9 
姓名: 江健波 
职务: 国保大队长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公安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: 245200 
电话:（县公安局）办公室 0559-6515898 
国安大队 0559-6515897 
  
单位系统:国保、政保科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1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2 
序号：10 
姓名: 程智 
职务: 国保大队警察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公安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215 省道 邮编: 245200 
电话:（县公安局）办公室 0559-6515898 
国安大队 0559-6515897 
  
单位系统:国保、政保科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2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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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 45183 
序号：11 
姓名: 程国平 
职务: 国保大队队长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徽州分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 徽州西路 87 号 邮编:245900 
电话: 0559-3583008 
国保大队队长程国平: 0559-3378998 
单位系统:国保、政保科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3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4 
序号：12 
姓名: 朱武毅 
职务: 国保大队副队长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徽州分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 徽州西路 87 号 邮编:245900 
电话: 0559-3583008 
  
单位系统:国保、政保科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4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5 
序号：13 
姓名: 柯慧芬 
职务: 刑庭法官 （原任）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法院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新安路 20 号 邮编: 245200 
电话: 0559-6512206 0559-6518446 
刑庭法官柯慧芬: 0559-6518566 
单位系统:司法 - 行政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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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5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6 
序号：14 
姓名: 叶利华 
职务: 副镇长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三阳镇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 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三阳乡三阳村 邮编: 245213 
电话/传真：0559-6930236 6930236 邮箱 sxsyxzf@163.com 
单位系统: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6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187 
序号：15 
姓名: 凌姚峰 
职务: 所长 
单位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三阳乡派出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 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三阳乡 邮编: 245213 
电话: 0559-6930110 
单位系统:公安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87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洪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175 

  
编号: 45565 
序号：16 
姓名: 张祖保 
职务: 书记 
单位: 安徽省淮南市政法委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学院南路 86 号 邮编: 232001 
电话 : 0554-6665955 055426744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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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系统:政法委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5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4 

  
编号: 45566 
序号：17 
姓名: 徐金彪 
职务: 成员 
单位: 安徽省蚌埠市 “610 办公室”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（市委政法委 610）安徽省蚌埠市中市区胜利中路 21 号 邮编:233000 
电话: 0552-3118610 0552-3118557 
市“610”成员徐金彪（市“610”）: 13955277761 
单位系统:“610”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6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4 

  
编号: 45567 
序号：18 
姓名: 吴传军 
职务: 成员 
单位: 安徽省蚌埠市 “610 办公室”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（市委政法委 610）安徽省蚌埠市中市区胜利中路 21 号 邮编:233000 
电话: 0552-3118610 0552-3118557 
市“610”成员吴传军（男，44 岁，蚌埠市 610，主办过多次洗脑班）: 13909651909 
单位系统:“610”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7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4 

  
编号: 45568 
序号：19 
姓名: 张培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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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: 警察 
单位: 安徽省蚌埠市 “610 办公室”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（市委政法委 610）安徽省蚌埠市中市区胜利中路 21 号 邮编:233000 
电话: 0552-3118610 0552-3118557 
张培杰 宅 05523115718 
单位系统:“610”系统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8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4 

  
编号: 45569 
序号：20 
姓名: 王宏祥 
职务: 副局长 
单位: 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 
地址、电话号码、其他: 地址: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国富街 25 号 邮编:233000 
电话:办公室 0552-2089318 
总机 0552-3063362 
传真 0552-2089229 
邮编：233040 
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宏祥：13909620666 
单位系统:公安 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: 安徽 
链接: 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9 
迫害案例:  

 追查安徽省淮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梁瑜的责任人的通告 
http://www.zhuichaguoji.org/node/45564 

  
 


